
中国工程院!

造假拉票
将与院士无缘

据新华社电 中国工程院院士候
选人学历造假"采用宴请"送礼"安排
高档消费娱乐活动等形式拉票助选#

可被处以终止其当次被评审与选举
资格的处罚$并将相关材料记入诚信
档案%

按规定收取
!

元停车费$却遭来一顿殴打$

仅仅
!

元停车费$不仅拒交$反而对值勤保安一
顿殴打并致对方昏迷& 打人者是某银行深圳蚝
乡支行副行长游某$被殴打的

"#

岁保安小龙目
前正在医院治疗$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&

据记者
"

日在事发现场了解$目击保安称
停车场按

$

小时
!

元收费$当时该副行长游某正
要开车出去$行至保安亭处时$小龙要求其缴
纳
!

元停车费$ 行长拒交$ 并要求小龙开门放
行&小龙表示希望其配合工作$双方僵持不下&

此时$游某突然关窗下车$对着小龙一拳打去$

随后又拿起保安亭旁的雪糕筒对其头部'身体
猛击$将小龙打倒在地$接着又抄起雪糕筒旁
边的折叠铁板凳朝其身上砸去$直到小龙不能
说话 & 此时这一幕刚好被经过的网友 (

%&'

())*&

)拍下$并将其打人经过传至微博& (当时
我们都震惊了$周围能用的工具他都用上了&)

就在记者表示要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时$

小龙所在单位民和物业公司赵姓队长表示
他们已和银行方面协商处理好$银行表示愿
意负责小龙所有医疗费$但不便将视频给记
者看& !据中国日报"

拒付!元停车费

银行副行长砸昏保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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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专业音响#投影#录音服务

会场免费提供安保#茶水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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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承接大型集会#晚会

容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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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承接培训#小型会议

容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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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承接圆桌会议#高层会议

近日有报道称 $

,+-$

年中国国家
公务员考试中有

!

个来自国家海洋局
东海分局的海监执法船船员岗位无人
报考& 中国海监总队有关负责人

,

日对
此回应称$ 这些岗位对报考者的要求
较高$导致没有报考者通过资格审查$

(无人报考)纯属误读&

据了解$此次无人通过资格审查的
公务员岗位来自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
中国海监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$职位为

执法船船员$具体描述分别为海监船船
长'大副'轮机长'大管轮等& 这些职位
属于高级船员职位$而船长'轮机长等
职位对于报考者的要求更高$对个人资
历和个人素质都有严格要求&

中国海监总队有关负责人介绍
说$以执法船船长为例$该职位要求报
考者为船舶驾驶专业并持有持甲类船
舶船长适任证书& 而公务员考试年龄
限制在

$!

周岁以下$ 所以一名
,,

岁大

学毕业的学生要在
$!

岁前需要获得船
长证书$ 需要至少

-

年通过
-

次技术资
格考试$难度确实较大&

他表示$ 今年国考中中国海监系
统共计划招收

.!

人$ 实际报考人数达
到
/0!1

人$资格审查通过的有
0,1!

人&

其中中国海监东海总队计划招收
1,

人$报考
.#+

人$资格审查通过的有
#+0

人& 这些岗位中$最热门的是中国海监
东海维权执法支队执法队科员岗位$

招收
-

名日语专业执法队员$仅通过资
格审查的报考者就有

!!/

人&

另据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有关负
责人介绍$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今年
招录的海监执法船船员岗位共

-0

个$

计划招收
-.

人& 这
-0

个岗位均有人报
名$ 其中中国海监第四支队海监执法
船轮机长岗位和中国海监第五支队海
监执法船大管轮岗位分别有

2

人和
,

人
报名$ 但这两个岗位的所有报名人员

专业背景不是轮机管理专业$ 所以均
没有通过资格审查&

(有人说$中国人爱国都是嘴上说
说的$海监都没人报考& )该负责人说$

(事实上$今年国考中中国海监东海总
队执法船船业职位竞争还是比较激烈
的$其中招录

$

人的中国海监第四支队
执法船三管轮职位就有

0#

人通过资格
审查参加考试& 零报考纯属误读& )

!新华"

女军迷投信自荐
这位总能获得首长和战友们好

评的年轻女军官$有着一个传奇的故
事!

,++.

年$从国家
,--

工程重点建设
大学***长安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
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何勰$进入位于
西安市的国家某重点军工企业工作%

因为热爱海军到了痴迷的地步$她在
闺房里贴满了各国海军舰艇的挂图$

整日钻研着海军'向往着舰艇$盼望
有一天能上舰服役'指挥作战%

,+-+

年
!

月
,/

日$ 她从乌鲁木齐
给+人民海军,报寄去一封长信% 这封
信被时任海军报社社长袁华智看到$

袁社长认为$何勰的志向反映了新时
代女性对人生价值和职业价值的追
求$ 在全面了解何勰各方面情况后$

+人民海军, 报用超常规格在
2

月
#

日
一版进行加框'配彩色照片刊发%

当时$正值海军首长和有关部门
为我国首艘航空母舰挑选女舰员$何
勰是

,--

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的毕业
生$学的又是航空母舰上急需的机械
类专业$海军首长当即指示有关专家
到何勰成长的乌鲁木齐和西安等地
进行考察% 得知何勰父亲和外公'外
婆都曾是军人$何勰从小到大一直成
绩优异$大四毕业那年报考国防科技
大学研究生时成绩优异$只因军校招
收地方大学毕业女生名额太少而与

军校失之交臂% 在(我渴望成为一名
女水兵)坚强决心的推动下$她毅然
放弃优越的工作$准备再度报考军校
研究生$向着做一名女水兵的方向努
力% 在信中$她这样写道!(等我国拥
有了自己的大型舰艇以及更多精良
装备时$我们的人民海军也一定会涌
现出更多更优秀的女舰员' 女舰长$

她们能够以女性的特质与才华和男
军人一样指挥舰艇' 维护机械设备$

共同保障舰艇的顺利航行% )

首长特批上航母
看到这封占据+人民海军,报头

版三分之一版面的来信$听取有关情
况汇报后$海军首长研究决定特事特
办$将何勰特招入伍$和其他在全国'

全军挑选的首批航空母舰女舰员一
起进入海军院校和科研院所培训% 两
年过去了$ 何勰和她的战友们一起$

用她们的努力告诉世人$中国女性是
杰出的$她们已经完全能够胜任航空
母舰这一复杂岗位的工作%

如愿以偿加入到蓝色方阵之中
的何勰无疑是幸运的% 而幸运的不仅
仅是何勰一个知识女性% 记者今年

,

月
,/

日至
.

月
-$

日随海军第十一批护
航编队赴亚丁湾'索马里海域执行护
航任务$ 共有

-+

位女军人随舰航行$

整整
,++

天$ 她们在舰艇战位上恪尽
职守$出色完成了任务%

获( 公安二级英模)等称号

击毙周克华民警!

走路上会被认出
据新华社电 重庆市总工会'重

庆市公安局
,

日召开颁奖大会$为击
毙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伤人案嫌疑
人周克华而获得 (全国五一劳动奖
章)(公安二级英模) 称号的民警周
缙'王晓渝颁奖% 周缙在颁奖仪式上
说!(击毙疑犯后$ 党和人民给了我
们很多荣誉$ 有时候走在路上也会
被人认出来$把我们当英雄一样% 实
际上$ 这些荣誉属于所有为案件侦
破付出艰辛努力的公安民警% )

温州廉政新规

领导办婚宴
限"'#人以内

日前$ 温州市委市政府联合出
台党风廉政新规$ 婚宴宴请人数一
般控制在

,++

人以内%

温州市委市政府称$新规旨在为进
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$坚决制止领导
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和借机敛财行
为% 新规具体明确!领导干部组织或参
与本人'配偶'父母'子女的婚丧嫁娶'

开业庆典'乔迁新居等事宜而设的宴席
一般都不能超过

,++

人% !新华"

中国海监回应公务员考试( 零报考)传闻!

不是没人报 只是门槛高

女军迷痴迷海军两考军校

海军首长特批上航母
近年来!随着女兵不断走上军舰!在舰艇战斗

岗位扎根! 海军这一浪漫的军种增添了更加靓丽

的色彩" 在刚刚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的#辽宁$

号航空母舰上!记者见到一位名叫何勰的漂亮女

军官! 她在自己的战位上有条不紊地忙上忙下!

娴熟而从容% 威武的战舰&靓丽的军装越发衬托

出她飒爽的英姿!她的美丽与共和国的钢铁战舰

和谐地融为一体"

何勰心语$当一名女水兵#女舰员%

报效国家%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&立足本

职创佳绩% 以实际行动喜迎党的十八大

召开%是我们全舰人员的共同心声&

中国女舰员在许多领域发挥

出男军人不能替代的作用!

!

月底"

海军首批全科目培训的
"#

名女舰

员按照人民海军第一部#女舰员水

面舰艇共同科目训练大纲$进行了

$

个月的培训"陆续奔赴舰艇岗位"

这意味着海军女舰员的培训走向

体系化%

不断有关于女舰员奔赴战斗

岗位的消息传来&

%&

月
%$

日"经过北

海舰队某训练基地两个多月的军

政入伍教育训练"海军首次集中培

训的
'(

名直招女士官全部通过新

训考核% 其中"将有三分之一的直

招女士官转入水面舰艇专业学习"

定向培养为舰艇专业兵%

%&

月
%)

日" 由北海舰队派出的

舰艇编队" 圆满完成大洋远航训练

任务%记者欣喜地发现"在编队旗舰

'哈尔滨( 舰舰舷"

%&

多名女水兵整

齐列队"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%

这
%&

多名女兵是北海舰队首批

正式编制在中型作战舰艇上的女

舰员% 这一次 "她们出岛链 )跨辖

区"远赴大洋远航训练 "在实战背

景下接受了考验!

她们的眼神中充满了自信坚

毅"她们的良好状态 "标志着人民

海军中小舰艇编制女舰员试点取

得成功! !中新"

知道多些 中国女舰员

深
圳

,

何勰与其他女舰员在舰艇上


